
又 是每年一度的校際音樂節﹗相信

每一位有份參與這項盛事的小朋友及家長

們對於林副主席所描述的“艱苦的日子”、

“地獄式訓練”、“一尊尊石像”等，自當發

出會心微笑。其實真的很想現場欣賞基灣

管弦樂的精湛演出，親身感受老師及同學

們那一份對音樂的執著與熱誠。可惜每次

都為了「五斗米折腰」， 排山倒海的工作

令我不能一嘗所願，唯有“明年請早”。還

好，至少我們還有林...席﹗林副主席作為

基灣的首席音樂節特派記者，每次都不負

所托地把比賽的精彩片段一一地用幽默而

感性的文字繪畫出來。同學們近乎完美的

演奏，馮指揮的“凌波微步”，評判團感人

肺腑的評語，家長、老師及校長的真情流

露，此刻都歷歷在目。讀者尤如置身其中， 

血脈奔騰。其實落淚的又豈只林副主席、 

校長及評判呢﹗(註：小弟也是性情中人，

何嘗沒有「淚濕青衫袖」)。 

 

記得曾經有人建議家教會在某次比

賽拿不到冠軍後，向有關方面投訴評判之

水平。但家教會予以婉拒，理由很簡單，難

道這就是我們要教導孩子面對失敗 (其實

拿季軍也不算失敗) 的態度嗎﹖勝利固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比賽過程中對磨合、

包容、紀律、眼淚及付出的種種學習，不是

嗎﹖公道自在人心﹗誰是冠軍大家心裡有

數，今年的“有料”評判團正好給我們基灣

討個公道，還個清白﹗ 

 

 轉個另一個話題，看過今期學生及

家長們對粵語戲劇組的感言，深信黎主任

及盧老師那份勇於嘗試，“敢於造夢”的付

出是沒有白費的﹗ 

 

 要“基灣音樂教育精神一代一代的

流傳下去”， 馮指揮在掌聲背後的「居安

思危」並不是「先天下之憂而憂」。 學生

無論在裝備及訓練的質量上都要有所提

升。“須知天外有天，我們應要求自我

進步，比拿獎更重要”。最後，借用容主

任的分享作為總結：“學校結合家長共同

發展教養孩子事務的能力……培育孩子成

才已不能單靠學校幾十位老師，確實需要

我們家校緊密合作，我們的孩子才真的能

接受優質的小學教育。 ”就讓我們繼續貫

徹家校合作的精神，共同為每個小朋友的

將來去盡一分力。“正如校長所言， 基灣

真有福氣﹗” 

               

                                                        

                            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澤深先生 

                            (2B葉沛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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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同樂日之後，早已想寫下自己的感受。
這次正好藉著家教會的會訊， 一抒感懷。如果大

家留意的話，今次同樂日與前有兩點不同：其一、

學校首次把這類學科的大型活動安排在週日而不

在週末，是一個

新的嘗試，目的

是希望能讓所有

學生都能參與其

中，而家長也不

用特地請假去接

送孩子回校出席

活動。其二、為了

盡量不妨礙正常課節，所以校方希望家長作為同

樂日的主力，由家長到校主持所有攤位。 如果這

個家校協作模式嘗試成功的話，會作為日後舉辦

同類活動的參考。 

 

這次活動之能成功，真的要衷心感謝家長， 

之前我估計約會有十位家長能到校幫忙，沒有預

測會有這麼多家長 (聽說有些家長甚至專誠請假)

到校幫忙的， 

記得當義工家

長的人數達40

位時，我已高

興到禁不住告

訴鄒Sir這個好

消息，但他笑

了笑，說人數

會達60以上，

還要跟我打賭

請食飯，當然我樂意，因為這是雙贏局面。結

果……喜出望外，同樂日那天竟有多達80位義工

家長到校幫忙，真是很難得，很感謝他們呢! 

 

活動日舉行那天，大清早就有義工家長在大

門等候，聽說部份更比校長還早(犀利)。八時前，

經各數學老師作簡短的攤位玩法介紹後，家長便

全面投入主持各項的遊戲，可能因為人多好辦事，

過程十分順利。 當活動進行期間，我看到孩子們

穿梭於各項攤位遊戲中，樂也融融，笑語處處。不

單是校長和我，在場老師也很欣賞家長那一份熱

誠和耐性， 他們忙得團團轉仍帶著笑臉，不斷地

重覆介紹遊戲的玩法給低年級學生聽，有時更會

充當數學老師，代我們去教孩子呢…… 

 

    活動之後，大部份老師都要回班房上堂， 

留下家長協助收拾大會佈置，除此之外， 他們還

要馬上處理 統計學

生的遊戲券分數、分

類及派發獎品事宜。

十多人在會議 室 內

工作，要跟時間比

賽，希望趕及在放學

前把所有獎 品分發

給同學。眼前的基灣

家長， 仍是那麼興高

采烈，沒有半點埋怨

辛苦……正如校長所言，基灣真有福氣！ 

 

            現今一間學校之能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內

裡的原因相信大家比我更清楚。不過我知道未來

一間成功的學校

主要關鍵，就是學

校如何結合家長

共同發展教養孩

子事務的能力 (包

括：動員能力、組

織能力，協調能力

及評估能力等)。

因為培育孩子成

才已不能單靠學校幾十位老師，確實需要我們家

校緊密合作，我們的孩子才真的能接受優質的小

學教育。 

寫在活動之後寫在活動之後寫在活動之後寫在活動之後                                                    容志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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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二十日(星期六)早上，大約500名同學及

其家人齊集學校操場。點名後，大夥兒浩浩蕩蕩

登車出發，展開「香薰園─鶴藪水塘─濕地公園」

之旅。 

 

            一踏進香薰園，小朋友便給欄柵內的小黑

羊吸引著。當天，小黑羊非常溫馴（十數天後用

角撞傷女童的那隻小黑羊幸好還未發作），大口

吃著無數小手遞過來的草料。校長和老師難得暫

時放下手頭繁重的工作，圍坐一起享用各種小

食，臉上展露的笑容比他們吃著的豆腐花還要甜

美呢！過了不久，天空下起毛毛雨，但卻無損大

家的興奮心情。同學拉著爸媽的手到處遊玩，有

的走近魚池餵錦鯉，有的跑到兒童樂園玩蹺蹺板

和盪鞦韆，有的則留在小食部大快朵頤，各適其

適。無懼細雨

紛飛的同學

和家長， 打

著雨傘走進

薰衣草種植

場和盆栽擺

賣處；信步其

中，除可觀賞

和挑選至愛花草之外，還可感受雨天獨有的溫馨

浪漫氣氛呢。玩膩了，同學便趕往香薰水晶蠟製

造場，爭取時間親手造個色彩繽紛的戰利品。至

於喜歡健行的家庭，就由導遊帶領，徒步參觀鶴

藪水塘的怡人景色。  

 

            為了增添歡樂氣氛，大會在午膳時間安排

了抽奬環節，奬品由熱心家長送出。老師抽奬時，

被同學一雙雙充滿期待的眼神包圍著，好不緊

張。幸運中奬的同學喜上眉稍，從老師手上領取

可愛的毛公仔或限量版手錶。 

 

            午膳過後，天空放晴，雨後的空氣顯得格

外清新，令人倦意全消。當天，濕地公園遊人不

多，各項設施的輪候時間不算太長。於是，大家

興致勃勃，四處探索。園內可供選擇的活動真多：

到貝貝之家跟鱷魚貝貝打招呼、走進沼澤歷奇遊

戲區玩個不亦樂乎、坐在舒適的放映室內觀看濕

地短片、漫步展覽廊了解濕地動植物的生態、參

加濕地直播室的保育挑戰、躲進觀鳥屋內遠眺候

鳥、站

在紅樹

林的浮

橋上尋

找彈塗

魚和朝

潮蟹的

踪迹、踏足漫遊徑觀看品 種 繁多的花 草樹

木……。最後，當然不能錯過禮品店內的特色紀

念品。 

 

            雖然籌備多時，但這次活動尚有美中不足

之處，例如午膳時座位編排欠妥，以及車程延誤

致令參觀時間過短等。對於十多個因午膳問題而

蒙受不便的家庭，家教會深感遺憾，故特修函向

受影響的同學及其家人衷心致歉、讚揚他們當天

的包容和體諒。家教會汲取了是次教訓，日後定

能精益求精，把親子活動辦得更加出色。盼望各

位同學和家長繼續鼎力支持，踴躍參與。 

親子旅行後記親子旅行後記親子旅行後記親子旅行後記                                        溫曾惠儀女士（3D溫嘉權家長）    



「我 們都哭了！」—— Mr. Andrew 和 Mrs. 

Viviane Ronchetti (第5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評判) 

 

前言 

          基灣管弦樂團於今年婦女節送出了一份最好的

禮物──第5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冠軍。 

          猶記得比賽前一天是本港今年最寒冷的一天。 

幸而，雖然天氣驟變，除了葉主席服侍的心不變外， 基

灣學子對音樂的熱誠也是永恆不變。 

 

比賽 

          本年共有十二隊參賽隊伍，我校排在第九隊。今

屆我們樂隊編制上弦樂樂器較多， 管樂較少，但出來

的音色卻出奇地平衡。 

          當樂隊準備好後，大家敬愛的馮啓文先生以他一

貫瀟洒又充滿自信的步伐邁步進場。全場皆報以熱烈

掌聲。第一首指定曲波斯市場(Persian Market)。到第四

小節一進入主 旋律，我的眼淚已經忍不住。

如斯優美的音 色那裏是小學生可以奏出來

的 呢？ 但見馮先生左手叉腰，右手拈着

指 揮棒 (還是神仙棒？)， 配以凌波微

步。指揮棒東一指，西一點，一位美

麗的波斯公主馬上呈現眼前 (評判

語)。而在此刻，台上的馮先生已

經進入忘我境界。 

              接下來的樂章亦非甚麼「優

美動人」、「慷慨激昂」等詞彙可形容。當天

未能抽空觀賞的家長，我只能跟你說聲「抱

歉」，並期之以「明年請早」。 

          一曲既終，沒想到會有人比我更快、更用

力拍手(須知在基灣，小弟認了第二，恐怕沒有

人敢認第一)，那人竟然是主席評判。此時我的

心已開始忐忑。 

 

評語 

          好不容易等到評判上台，一般來說，大家

都希望評語愈短愈好。但今年評判所說的話卻

是語重深長，很值得大家細味。 

          「今年的參賽隊伍水準之高，讓我大吃一驚。我

一直在揑手掌的肉提醒自己，唏！你在聽的只是小學

組， 不是中學組，更不是大學組！以這種水平

在世界各地參賽都可以取得好成績。」 

           「我很想告訴大家， 在歐美國家肯練習

管弦樂的人已愈來愈少，大家都在『扮cool』，

聽RAP。真是愚不可及。反觀香港能有這麼

高水平的表現，實在是難能可貴。各位家

長，務必請你們的小朋友堅持下去，就是

他日繼續升學甚至就業也要雙線發展。

就我所知，有大型研究顯示，學習樂器

對學業是有明顯的幫助的。請千萬不

要放棄。」 

           「今年的指定曲波斯市場樂曲變

化豐富，一開首尤如美麗的公主，接着有

玩蛇者和雜耍藝人等等。 有一隊完全做到上述效果，

他們其後演奏的自選曲更讓我們感動流淚。」Mrs. 

Viviane Ronchetti在旁點頭稱善。 

           「最後要提醒大家， 就是要注意整體效果的平

衡。 平衡對一隊管弦樂團非常重要。例如你覺得圓號

不夠，你可以加一些色士風，讓效果更佳。今天在台上

我更看到一隊有豎琴和八支低音大提琴！真的讓我很

驚訝！」 

 

賽果 

           正式宣佈賽果，開始緊張。第三名：男拔，第二

名：協恩。這時候，大家都快緊張到不行了，心臟仿如

停頓，血液似已凝固。全場一片死寂。評判宣佈第一名

是演奏Brahms Symphony (崔老師和蕭老師率先跳起

來擁抱)並讓我們落淚的基灣小學(愛蝶灣)。 但見劉

校長喜極而泣，其他家長亦互相祝賀並偷偷

拭淚，小朋友更是開心到不得了。 長時間的

苦練終於有回報，失落了三年的冠軍寶座終

於重奪到手。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感謝天

父！)當時的場面實在太激動，我現在一面

寫稿仍在一面流淚。 

           興奮過後，回想過去的艱苦日子。基灣的地獄式

訓練無需多作介紹。光看校門外長期「佇立」的一尊尊

石像，就知道獎項不是白拿的。 但這些只是最基本的

要求，沒有一班專業、 盡心、盡責的老師悉心栽培，

努力也是枉然。在此一定要衷心的感謝指揮馮啓文先

生、朱主任、崔老師、蕭老師，更千萬不要忘記高弦樂

「「「「我們都哭了我們都哭了我們都哭了我們都哭了」」」」        林志威先生（5A林伯軒/1B林伯儒家長）    

第4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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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指揮黃宗翰先生投放大量精力在弦樂組的訓練上，

比賽當日還親臨現場協助調音。當然還有劉校長的支

持和親臨現場打氣。 

小插曲 

          最後想和各位分享一個小片段，話說伯軒獲選為

管樂小組 (五人)一員。由於成員中除了他是濫竽充數

(好貼切的成語啊！)外，其餘皆為一等高手。 (基於自

卑感作祟，請自行打聽，不擬詳述。)伯軒為免拖累大

家，常主動邀約練習，唯三月份為音樂節比賽高峯期，

最後只能於三月十日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時約伍晟禮、

早上九時半至十時半約林斯蔚、下午四時至四時半約

黃澄心。李家浩當日未能抽空。 

          我心想星期六早上八時，伍晟禮真的會出現嗎？

(小人之心)沒想到七時五十分他已在大堂等候，跟我說

聲早後便一溜烟般跑上四樓把伯軒的低音號提下來。

各位可想過一支低音號的重量已很接近他的體重。 

          到了九時半，這次換伯軒在大堂等候，並替斯蔚

提圓號。(我常在門外見斯蔚提着圓號走十來步便要停

下來休息，好有毅力！)而下午黃太亦為了讓澄心練習

三十分鐘不辭勞苦的管接管送。我更發現他們都會抽

空吹奏之前比賽過的曲目自娛。眼中流露出的喜樂， 

空氣中飄盪的美麗音色，教我這個業餘愛好者羡慕得

口水直流。 

          由以上的小插曲，可看出小朋友在音樂教育薰陶

下，大家不分彼此，互相照顧發揮團隊精神，寄語低年

級同學們及早作好準備，把基灣音樂教育精神，一代一

代的流傳下去。(感謝神！在校最後一稿時，他們真的

取得了冠軍！證明要有收獲，必先付出努力。) 

 

最新消息！基灣在本屆音樂節管樂小組比賽取得極優

異成績。共四十八隊參賽，我們派出四隊參賽。銅管五

重奏奪冠，色士風四重奏季軍，小號三重奏優異獎。木

管五重奏因賽程時間衝突，未 能給予評分，惟評判給

予極高度評價。 

 

註：   

濫竽充數：竽，形狀像

笙的古代吹奏樂器，

齊宣王喜歡三百人一

起吹竽給他聽，南郭

先生不會吹， 卻混在

裏面充數。(商務學生

辭典) 



第6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志威飯局志威飯局志威飯局志威飯局—––與馮指揮的真情對話與馮指揮的真情對話與馮指揮的真情對話與馮指揮的真情對話                            

今 年，基 灣 小 學 在 學屆音 樂 比 賽 中取得優異成

績，馮啟文先生居功至偉。相信很多家長都希望多了

解馮先生，今期會訊很榮幸能為他做個訪問。以下是

馮啟文先生的個人簡歷。  

 

馮先生為亞太管樂協會理事會主席、香港管樂協

會會長及香港小學協會主席等(未能盡錄 )。馮先

生是香港演藝學院首屆畢業生(1987年 )，主修小

號、鋼琴及作曲。於1990年，他與友人合辦香港

小交響樂團，並一直擔任樂團的小號首席。自

1988年，他出任基灣小學(愛蝶灣 )管弦樂團和管

樂團的指揮，並擔任澳門青年交響樂團的指揮。 

 

(林：林志威先生；馮：馮啟文先生)  

 

林：   首先代表家教會多謝你接受訪問，讓各位家長能

對你有更深的了解。  

馮：   我想在訪問之前先行補充一點，我四月份應會離

開小交，因為近日的工作量實在令我無法兼顧。 

林：   那將會是廣大香港樂迷的損失。能談談當初為甚

麼會選擇基灣嗎？  

馮：   我剛畢業時，已在六、七所小學任教，有男拔、

聖士提反、音統等；基灣只是其中之一。但當時

的學校都有一些前輩在指導，而我則是第一批演

藝受訓的畢業生，與他們的教學理念可能不太相

同，發揮受到局限。反觀基灣當時是較新的，鍾

良施校長也特別支持，掣肘較少，所以大家一直

都很融洽。  

林：   目前學校方面的配合滿意嗎？  

馮：   學校方面，校長、各位音樂老師的配合都是百分

百的，相信別的學校做不到。  

        可是， 談到做音樂少不免說到錢。最近比賽中較

突出的學校均在音樂上投放大量資源：有學校每

月花十幾萬請導師作每一聲部的額外訓練；有的

以全薪請一位導師專職樂團訓練；管弦比賽的指

定曲要用豎琴，十五萬壹台，馬上買。  

        反觀我們的資源幾乎接近零。該報廢的樂器未報

廢，學生學習樂器亦沒有獎學金幫忙。其實，除

了常規的樂隊訓練外，同學亦需要導師作個別聲

部的訓練，目前未能做到， 甚至自選曲的曲譜都

是向油天借的。 所以，有時候確是感到很辛苦。

當大家看到近期其他學校的進步，就知道我們只

有捱打的份。  

林：   你覺得學生表現如何？  

馮：   其實是有點失望！記得九十年代初、中期， 我交

待的練習，學生只會練多，  永不會練少。現在，

則只有部份學生肯練。  

林：   不願意練就不要加入校隊嘛！      

馮：   對！可是，目前基灣還未能讓我自由挑選隊員的

程度。為了維持足夠人數， 我只能讓每一聲部有

一些好的，加一些普通的，再加一些不行的；我

所指的不行，是指學了三、四年吹起來還會有時

發不出聲音來的學生。只有嚴重影響整體演出的

隊員，我才會要求他們離隊。  

林：   你會否說得太嚴重，每次高管的演出，都有極高

的水平。  

馮：   當然，我與其他導師的指導方法有些分別，儘量

化腐朽為神奇，在台上的演出才能見人。  

林：   今屆成績優異，有甚麼值得與我們分享的呢？  

馮：   拿了冠軍，當然值得高興，但也要想想背後的隱

憂。你可知道今年宣道的骨幹都是四年級學生， 

明 後 年他們 會 更成熟。協恩更 是 練 到晚上十一

時。其他小學如男拔、油天等，導師都被投訴，

可知大家苦練的程度。  

        須知天外有天， 我們應要求自我進步，比拿獎更

重要。有同學為了拿優點而進入校隊， 然後又不

付出努力；這種心態都要不得。  

        家長方面， 我希望大家能以行動支持。支持的方

法是在家裏幫忙督促練習。時間表不要排到密密

麻麻的。音樂是需要時間來培養的藝術。  

 

       馮指揮作為基灣音樂的統帥，眼見國勢危急，出

言善諫；雖則言詞著重勸勉，實出於愛基灣之情。對

於馮指揮的以身許國，諄諄勸諫，基灣實在無言感激。 

  

[本文未經馮啟文先生過目；如有錯漏， 概由撰文者自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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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戲劇組學生及家長感言粵語戲劇組學生及家長感言粵語戲劇組學生及家長感言粵語戲劇組學生及家長感言        黎佩文主任、盧燕芬老師    
鼓舞與祈盼鼓舞與祈盼鼓舞與祈盼鼓舞與祈盼    

       本校的戲劇活動雖屬初步發展階段，唯得到不少家

長和同學的肯定與支持。今年戲劇報名的人數竟達一百四

十多人，著實出乎我們的所求所想。 我們透過此次機會，

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 

      我們祈盼透過戲劇活動，不斷為同學製造成功的經

驗；在教育工作上，敢於造夢，站穩崗位，為培育高質素的

下一代努力不懈，榮神益人。 

 

學生感言學生感言學生感言學生感言    

6D 陳穎朗陳穎朗陳穎朗陳穎朗：參加了戲劇後，不但懂得了更多演戲的技巧，

還認識了更多新朋友，通過多次的外出欣賞，真是獲益良

多，令我感到很充實。 

6D 莫蓓欣莫蓓欣莫蓓欣莫蓓欣：自從我參加戲劇之後，我除了說話時比較有自

信外，還學會與其他同學互相配合。 

6C 林婉恩林婉恩林婉恩林婉恩：在戲劇組裏，我認識不少朋友，還學了不少東

西呢! 在離開基灣的最後一年，學校的生活變得更加有意

義，更加充實! 還令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5D 陳芷盈陳芷盈陳芷盈陳芷盈：忍一句，息一怒，饒一著，退一步。 

5D 周雋聰周雋聰周雋聰周雋聰：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我能夠參與戲劇組，

我上課時也感到很開心。 

5D 劉宗為劉宗為劉宗為劉宗為：參加了戲劇組，我覺得很開心，除了讀劇本外，

有些時候還會玩遊戲，還學懂了戲劇的技巧……數之不盡。 

4B 陳嘉盈陳嘉盈陳嘉盈陳嘉盈：自己多了很多自信心，聲線比以前大了很多，

懂得用眼神去表達自己的感情。 

3D 吳遨翔吳遨翔吳遨翔吳遨翔：我參加了戲劇組後，心情愉快了很多，而且增

加了我的思考能力，學懂怎樣與人合作和分配時間等。 

3B 饒進希饒進希饒進希饒進希：我學會了很多表情和動作，表達能力好了。我

會加倍努力，做得更好。 

3A 高司雒高司雒高司雒高司雒：很開心，因為認識了很多朋友，如飛毛腿、多

拉A夢、老虎、木獨妹、小仙子、董事長。每堂都玩得很開

心。 

 

家長感言家長感言家長感言家長感言    

6D 莫蓓欣家長莫蓓欣家長莫蓓欣家長莫蓓欣家長：我認為這是一項優質的課外活動，不但供

學生們另類的選擇，又能發揮他們的自信和潛能。 

6C 林婉恩家長林婉恩家長林婉恩家長林婉恩家長：小女自參加戲劇組後，對語言態度，或間

中在行為動作上， 有些微改變，或許可能在戲劇組中得到

感染吧。 

5D 陳芷盈陳芷盈陳芷盈陳芷盈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殘酷沙場只存勇，艱苦歲月不留庸。 

5D 周雋聰家長周雋聰家長周雋聰家長周雋聰家長：希望他可以在劇社發揮演戲的天份，成為

一個小明星! 

5D 劉宗為家長劉宗為家長劉宗為家長劉宗為家長：感受到宗為對戲劇的熱情，每次活動結束，

都滔滔不絕地講述上課的情況，特別是“正君”哥哥的一

切。所以很欣賞他對戲劇活動的投入。謝謝“正君”哥哥! 

5B 游展晴家長游展晴家長游展晴家長游展晴家長：戲劇組的學習和訓練，不但能增加學員的

自信心，還令他們明白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4D 李于曈家長李于曈家長李于曈家長李于曈家長：通過扮演不同的角色，希望能充份發揮小

女演戲的天份。最少也能增加面對觀眾的自信心及應變能

力，最重要是能開開心心地學習，培養團隊的紀律及精神。 

4B 陳嘉盈家長陳嘉盈家長陳嘉盈家長陳嘉盈家長：嘉盈在戲劇活動中學到很多知識，比以前

多說話和愛讀課文， 做事學會用感情去表達出來。多謝基

灣小學(愛蝶灣)每一位老師。 

3D 吳遨翔家長吳遨翔家長吳遨翔家長吳遨翔家長：遨翔太喜歡表現自己，希望他透過戲劇訓

練，可以學曉群體的合作，也學習在適當的時候，作適當的

事情。 

3C 湯承彰家長湯承彰家長湯承彰家長湯承彰家長：自從承彰參加了戲劇組後，他經常會把活

動的內容與家人分享， 並描述課堂中的趣事，我感到他真

的十分享受過程中的樂趣，性格也變得更開朗。 

3B 尹凱盈家長尹凱盈家長尹凱盈家長尹凱盈家長：她參加了戲劇組後，比以前認識了很多事

物，每有不明白的事情，也很主動發問，對她日後在讀書方

面有很大幫助，希望學校繼續辦下去。  

3B 饒進希家長饒進希家長饒進希家長饒進希家長：看得到饒進希對戲劇很有興趣，回家後，

亦會跟我討論當天上課的內容。他本身比較內向， 希望藉

此能令他變得開朗。 

3A 高司雒家長高司雒家長高司雒家長高司雒家長：自從高司雒參加戲劇組之後，說話多了，

人開心了，信心大了。 

 

活動情報活動情報活動情報活動情報    

歡迎瀏覽學校網頁，網址 www.ccckeiwan.edu.hk 

 

2005年校內公演＜魔法學神＞ 

頒章 

觀賞＜山中方七日＞ 

上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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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家長意見/提議
將轉達「原美」。 


